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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

志健通讯员/周雪芬）日前，

里水镇综合行政执法办

（队）四名特勤队员在公园

巡查期间，发现一名落水者

在河中呼救，十分危急。四

人临危不乱，配合默契，成

功将落水者救起。他们的

英勇行为获得在场市民一

致点赞。

“救命啊……救命啊

……”2020 年 12 月 28 日

晚上19时许，里水镇综合

行政执法办（队）特勤队

员陈满聪、唐耀汉、杜健

宏、邓志锦正对富寿园开

展文明养犬巡查，当4人

巡查至情浓桥附近时，突

然听到断断续续的呼救

声和一阵阵扑打水面的

声音，他们循声往桥下水

面望去，发现一人正在水

中呼救。

情况异常危急，虽然

时值寒冬，晚上天气寒冷，

但陈满聪没有丝毫犹豫，

马上脱掉衣物为下水救人

做好准备。与此同时，3名

队员唐耀汉、杜健宏、邓志

锦环顾四周寻找施救工

具，迅速提取了岸边护栏

的救生圈，同时拨打120医

疗救助电话。四名执勤人

员临危不乱、分工合作，水

性较好的陈满聪套上救生

圈下水施救。

陈满聪在水中拽着另

一个系有绳子的救生圈迅

速游向落水者并给他戴

上。这时，陈满聪发现落水

男子已浑身无力，他一边拉

着落水者救生圈上的绳子，

一边用力游向河边，经过

15分钟左右，成功将落水

人员由河中救到河边，再由

其他群众合力将其救到岸

上。

所幸被救人上岸后尚

有意识，特勤队员与群众一

同为两名上岸人员做好保

暖措施，约15分钟后被救

人员由赶来的救护车送往

医院进一步救治。

四名城管特勤队员临

危不乱、英勇救人的义举，

获得在场群众拍手称赞。

里水镇综合行政执法办

（队）对四名特勤队员的英

勇行为进行了表彰，赞扬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展现

出了不平凡的勇气和善

心，传递了社会正能量，值

得学习和广泛传播，希望

他们继续发光发热，号召

全体队员学习他们见义勇

为的精神，弘扬更多正能

量。

珠江时报讯（记者/邓施

恩 通讯员/何贤栋）寒冷冬

日，从来不缺温度。近日，里

水交警中队民警梁永昌在路

上遇到突发一幕。一辆救护

车正搭载突发急性肺部感染

的患者前往南海区人民医院

抢救，但由于当时路面较为

拥堵，医院工作人员请求民

警帮忙开路。一条绿色生命

通道就此被开辟。

当日11时左右，梁永昌

处警完毕驾驶警车回单位途

中，经过里水大道月池西路

等待红绿灯时，一名身穿印

有医院字眼制服的男子走过

来向梁永昌求助。“你们可以

帮我们开路吗？我们救护车

上有位患者急需转往南海区

人民医院抢救。”

为了能迅速响应，梁永

昌在预判道路情况后，决定

由铁骑协助开路，随即用对

讲机通知中队铁骑队员提前

启动车辆在中队门口待命。

随后，梁永昌驾驶警车在前，

护送救护车至里水交警中队

路段，再由铁骑队员梁小龙、

何伟新驾驶铁骑摩托车，一

路鸣笛，接力护送救护车。

约 21分钟后，救护车

在两名铁骑队员的护送下，

顺利抵达南海区人民医院，

梁小龙和何伟新将病人送

进病房才安心离开。后来，

民警向医院了解得知，患者

邓先生（53岁，佛山人）因病

在南海医科大学第七附属

医院留院治疗。事发当天

早上检查到突发急性肺部

感染，情况紧急，院方建议

其转院治疗。其后由南海

区人民医院的救护车送患

者转院治疗。但由于当时

路况较为拥堵，容易耽误抢

救时间，医院工作人员看见

民警后便上前求助，于是便

有了上述的一幕。

“如果没有交警的开路，

救护车可能需要一个半小时

才能到达医院，你们为我争

取了宝贵抢救时间。”事后，

患者邓先生对交警表示感

谢。

中海金沙里小区位于金峰

洲社区，小区住宅2176户，常

住人口6866人，以广佛候鸟群

体为主，小区文化生活较为丰

富。2019年7月，小区组建楼

长队伍，借此动员更多居民参

与公共事务治理。

原来小区各类活动、服务

人手紧缺，公共设备维修翻新、

环境维护等得不到居民的支持

和参与，自从有了楼长队伍后，

有了一定的改善，如抗疫期间

楼长自发组织党员、志愿者参

与防疫工作，带头开展学生上

下学安全护航，组建金沙里党

群志愿服务队等行动，得到了

居民的认可。

黄锦洁是小区最早报名加

入楼长队伍的。她说，可以为

邻居做点事，是她的荣幸。

2017年，金峰洲社区刚成立，

她就参加了社区志愿服务，凭

借优秀的服务意识，助人为乐

的精神，她很快成为了社区志

愿服务推广大使。2019年初，

由她自主搭建平台，组织培训

成立了金沙里小区第一支巾帼

志愿服务队。同年，在她的影

响和带动下，小区楼长顺利进

行招募，推进了后期竞岗会等

事项。

平时，黄锦洁除了收集居

民意见或诉求，积极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还监督物业服务，有

邻居发生矛盾时介入调解，充

分发挥楼长的联络员、监督员、

调解员、宣传员“四员”职责。

在做好小区楼长本职工作之

余，黄锦洁坚持学习和锻炼自

己，经常带团队参与区、镇的志

愿者、楼长培训。她说，只有保

持学习心态，认真学习新知识，

才能不被当今社会淘汰。

在黄锦洁的带领下，小区

恒常组织漂流图书系列活动、

爱国卫生运动、关爱特殊长者

活动，同时也吸引越来越多居

民加入小区志愿服务队伍。

疫情发生初期，黄锦洁主

动申请投入到小区防疫工作

中。2020年2月3日，19名党

员志愿者加入小区疫情防控工

作，随后建立“中海金沙里党群

综合志愿服务队”，她和门岗安

管员一起核实进出人员信息并

测量体温，还利用空余时间，主

动服务小区业主，提供送快递、

送菜等暖心服务。

“大家都叫我‘后勤部长’，

这个小区2176户业主，大多数

都认得我。”黄锦洁对小区内的

业主户数、人员分布等情况比

较熟悉。自1月21日投入到小

区防疫工作中，直到5月20日，

她一直坚持在值守岗位上，“我

想与防疫一线人员并肩作战，

做小区居民的‘守护神’。”

在黄锦洁眼里，一天8小

时的值岗算不上辛苦，即使是

一直忙到凌晨，她也从不抱

怨。“做了事，会让我感觉踏

实。”黄锦洁说。

有人掉河里 特勤队员忙施救有人掉河里 特勤队员忙施救 男子急转院 交警护送救护车男子急转院 交警护送救护车

化解千家事 温暖万人心
黄锦洁个人调解工作室成立至今已成功调解30宗案件

■铁骑队员

协助推救护

担架。

通讯员供图

■特勤队员合力把落水者救上来。 通讯员供图

在里水的中海金沙里小区，黄锦洁的名字为不少居民

所熟悉。志愿服务活动有她，楼长派发宣传资料有她，入

户调解邻里纠纷有她……社区居民亲切地叫她“桐姐”。

黄锦洁是小区最早参加楼长活动的业主，同时也是巾

帼志愿服务队队长。作为楼长，她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护

航学生上下学、组织党员参与抗疫、为社区建言献策等都

有她的身影。2020年6月，以她个人名义命名的调解工

作室正式运营，至今有效解决社区矛盾纠纷30宗，为构建

和谐稳定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贡献了力量。

背对背式谈话
化解离婚纠纷

2020年7月的某天下午，艳

阳高照，持续的高温让人感觉丝

丝烦躁，黄锦洁和两位同事接到

一宗离婚夫妇因财产分割和孩

子抚养问题发生争执报案，最后

转到社区调解的案件。一对打

扮朴素的中年男女与一名十来

岁的女孩来到了社区。

女方哭诉，双方于1998年

3月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女一

儿。两人白手起家，一起走过

风风雨雨，却在近年发现丈夫

有外遇，而且在毫无经验的情

况下放弃从事多年的服装生

意，借债投身茶叶行业，导致负

债连连，双方无奈之下只能协

议离婚。由于前夫没有很好履

行离婚协议，双方谈不拢，甚至

大打出手，只能寻求社区调解

工作室出面调解。

黄锦洁认真聆听女方声泪

俱下的陈述，时不时递给她纸

巾抹泪，看着男方忧郁不安地

搓着手，余光看到小女孩装作

淡定玩手机，她不着痕迹地给

两位同事打眼色，示意他们带

着小女孩到隔壁办公室。

黄锦洁明白有小孩在，两口

子不便敞开说话，她与一同事分

别安抚了两当事人的情绪，首先

是亲情的呼唤，再是理性的分

析，夫妻两口子也曾是一起同甘

共苦的家人，即使离婚，也应是

先考虑到三儿女的健康成长，争

吵既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对儿女

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大家也

应该换位思考，相互理解，万万

不能在儿女面前争吵或打架。

在调解过程中，遇到僵持不

下的问题，黄锦洁马上采用背对

背式的谈话疏导当事人的心理，

换位思考聆听沟通，最后双方的

财产分割和孩子抚养问题都一

一谈好了。三人离开的时候都

由衷感谢黄锦洁团队。

2020年6月，黄锦洁大胆创

新，结合自己多年的公益服务经

验，成立了个人调解工作室。该调

解工作室是南海区首个女性命名

的个人调解工作室，调解工作室采

用团队协作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黄锦洁充分发挥其人熟、地

熟、情况熟的优势，秉着“邻里纠纷

无小事，及时化解是大事”的工作

理念，在调解工作中任劳任怨，讲

究技巧，春风化雨般多次化解了辖

区内的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物业

纠纷等案件。因调解成效显著，树

立了社区内公认的热心大姐形象，

群众有矛盾都乐意主动找她解决，

黄锦洁已在广大居民中树立了良

好的口碑和调解品牌。成立至今

的4个月内，已成功调解了30宗

案件，其中包括12宗邻里纠纷、5

宗物业纠纷、3宗家庭纠纷、3宗损

害纠纷、5宗合同纠纷、2宗其他纠

纷，调解成效显著。

黄锦洁介绍，调解工作室的运

营做法是以“和”为贵，化解千家

事，温暖万人心。面对着不同的纠

纷案，她能够因地制宜合理采用不

同的调解方案化解矛盾。邻里纠

纷如养犬噪音、公共区间摆放鞋

柜、上下楼漏水等，她能联动和巧

用志愿者、党员和物业等多方力量

和渠道介入调解。

对于调解，黄锦洁有一套独到

的方法，每当接到纠纷案时都会提

前做好“功课”，她会先通过小区街

坊邻里收集线索资源，再亲自上门

走访当事人了解情况，掌握纠纷产

生的各种成因，与当事人交谈化解

其顾虑和抵触感。通过交心的谈

话，黄锦洁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

和分析利弊后，再对他们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让当事人感受到黄

锦洁团队是真正想帮助他们，从而

使调解更顺利、场面更可控，最终

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共识并握手言

和。

积极参与楼长活动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傅宝珠朱嘉泳

特 写

■黄锦洁（中）与志愿者入户探访。

成立个人调解工作室

■黄锦洁个人调解工作室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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